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杨国庆  山东卓远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 李栋 滨州市安鑫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3 刘思雨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4 马洪晨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5 皮晓飞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6 张建强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 李晋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8 王骞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 孙岩峰 滨州中成检测技术中心

10 吴聪 博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关玉臣 菏泽市安泰建筑机械技术服务中心

12 李荣超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3 万蒙 菏泽市开发区众友建筑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4 王敏强 目前在家待业

15 张仰恩 青岛广昌和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6 陈同腾 青岛广昌和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7 高丽丽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责任总公司

18 宫继超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19 段友龙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0 张任远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1 王卫涛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2 曹立祥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3 李威昊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4 马逸飞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5 戴昌海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6 郑龙建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7 马博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起重机械检验员（QZ-1）初次取证名单

参加2020年起重机械检验员、检验师资格考试（含补考）名单（山东）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刘宁 青岛建设机械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9 许军 青岛建筑机械检验检测

30 张健毓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1 姜广情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2 陈再发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3 王焕节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4 张承意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5 房运成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6 鹿祥虎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7 边永鹏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8 李长金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9 孙文杰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0 闫云鹏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1 王在坤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2 朱荣飞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3 宣成铭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4 程凯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5 张炯龙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6 孟凡宁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7 邱建昆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8 张峰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9 韩甜甜 山东安平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50 林琳 山东安平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

51 张富程 山东安銂检测中心

52 王国辉 山东安銂检测中心

53 何立 山东百强设备监测有限公司

54 张志玲 山东畅达电梯有限公司

55 许杰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56 陈金星 山东鼎盛豪迈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7 张光涛 山东钢铁集团莱芜分公司

58 刘利超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9 卢绪华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0 赵海波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1 李宁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2 靳立锐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3 王昊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4 常杰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5 马凯强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6 臧海龙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7 李银昌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8 范德钊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69 李昌徽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70 徐敏童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71 韩杰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72 董鹏涛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73 丁永康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74 周国栋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75 张斌斌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6 楚成功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7 展延权 山东华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8 刘欢 山东华特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79 武照晨 山东建特安全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80 王镇 山东建特安全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81 王玉成 山东朗旭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82 李家松 山东鲁浙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3 焦景丽 山东民生特种设备检验协会

84 张骏浩 山东尚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5 马敏波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86 李晓晨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87 刘万迪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88 刘海波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28济宁分院%29

89 姬长辉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90 王文丽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91 仇洪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92 郭静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日照分院

93 宋春鹏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日照分院

94 冷子文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日照分院

95 魏书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日照分院

96 周荣稳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97 孙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98 鞠成磊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99 朱波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 张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01 侯冲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02 王旭日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03 杨振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04 熊兴荣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05 任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06 张利红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107 田家鹏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108 闫飞 山东泰峰起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9 倪臣胜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0 冯晓龙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1 闫涛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2 李辉东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3 赵昆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4 张杰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15 王晓国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6 李春龙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7 许良 山东天元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18 李一婷 山东旭辉检测有限公司

119 许超 山东旭辉检测有限公司

120 韩宗振 山东旭辉检测有限公司

121 王玉洁 山东旭辉检测有限公司

122 邴兆顺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123 管立磊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124 于林楷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125 陶永泉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126 车刚 泰安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27 武军 泰安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28 李子龙 天元建设集团

129 郭勇 枣庄市特种设备协会

130 倪浩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零八工厂军械修理厂

131 王道远 中垠地产有限公司

132 高健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马浩 科目A,科目B

2 王涛涛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3 姜玉波 昌邑市屹立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4 齐邦舜 昌邑市屹立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 魏守森 昌邑市屹立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 徐仙送 昌邑市屹立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7 王工兵 德州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8 程琳 德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9 钟瑞建 德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B

10 刘伟强 德州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11 张安明 菏泽市质监局 科目B

12 郭斌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3 郭显胜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4 孔霞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5 牛加泳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B

16 杨晋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7 张禹 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8 费磊 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

19 李方裕 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20 高赛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A

21 王洋洋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A

22 武秀栋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B

23 徐川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A

24 张新民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平度工作站 科目B,科目C

25 李乐乐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

26 刘世杰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7 王怀山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28 张俊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员（QZ-1）资格考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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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吕继斌 山东安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30 韩跃振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A,科目C

31 贾继镇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32 李书恩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33 刘成凤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A

34 刘厚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35 王振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36 张帅帅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37 张晓亮 山东安平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

38 王坤 山东百强检测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39 宋贞刚 山东百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40 姜金磊 山东博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41 胡正勇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C

42 沈光彬 山东富友慧明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C

43 于敏 山东富友慧明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科目B

44 宁明硕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45 杨圣浩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A

46 张桥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47 郭宗冠 山东国安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48 白兴波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49 曹伟梁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50 谷岳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1 顾志晨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C,科目B,科目A

52 姜慧君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53 刘胜凯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4 陆文彬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5 马吉运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6 钱振兴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57 苏志远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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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乐平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9 王腾飞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0 徐建勋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61 许猛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2 闫鹏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63 杨龚杨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64 张超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65 张海勇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66 张作涛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67 赵帅帅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8 马彬彬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69 续涛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70 于海聚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71 张小存 山东菏泽万云达电梯有限公司 科目B

72 卢慧典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73 龙申光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74 宋庆朋 山东华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75 宋龙 山东建特安全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76 张阳 山东绿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77 赵贵贞 山东民生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B

78 杜光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C

79 田营营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科目A,科目B

80 孙旸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科目B,科目A

81 李雨田 山东省特种设备研究院威海分院 科目B,科目C

82 付耀 山东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科目B

83 邵振桂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84 于进军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B,科目C

85 赵健玮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

86 周冠屹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87 许昭富 烟台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88 王强 榆林远景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89 王丽丽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B

90 宋焕顺 青岛四三零八机械厂 科目B

91 刘珍玺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林青山 安徽腾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 贾影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3 郑大伟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4 蔡志飞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5 杨斌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6 孙爱惠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 牟洋 德州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8 解秀刚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9 郭亮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0 钱舒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1 白坤桥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2 崔婷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3 翟昊星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4 张晓慧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5 朱向雷 济南市第二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原莱芜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6 杜林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7 朱高文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8 于见龙 青岛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19 郭锐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0 韩喜章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1 王志刚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2 石岳一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3 门桂朋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4 明鹏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5 王旭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6 闫新春 山东安平检测有限公司

27 祝文思 山东安平检测有限公司

28 徐宁 山东安平检测有限公司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9 丛树忠 山东安平检测有限公司

30 沈哲 山东倍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31 李松杰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2 刘国强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3 王任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4 郭崇才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5 张伟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6 张美美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7 刘浩辉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8 邱忠贤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9 张庆争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0 杨青玉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1 李刚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2 何建忠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3 李传伟 山东华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4 翟庆水 山东建特安全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45 念以岭 山东鲁浙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6 赵斌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47 黄楠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48 马建村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49 刘志建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50 张彬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51 刘进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52 王伟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53 刘国柱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54 邢新明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55 王在亮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56 赵亿智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日照分院

57 贾雪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泰安分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8 王明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泰安分院

59 石静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60 李晓明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61 孙伟松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62 韩亮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63 张铎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64 刘翀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65 刘沂让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66 孙昌泉 泰安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67 马项武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 王福安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9 胡伟健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0 孙建强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1 林相文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2 赵尚武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华宇派遣）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唐海龙 德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2 杨斌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F,科目G

3 安坤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4 黄潇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F

5 王钰鑫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F,科目G

6 王万康 青岛祥安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

7 崔磊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站 科目E,科目G,科目F

8 葛运廷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G,科目F

9 李传光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

10 李钦峰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11 薛双喜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科目G

12 宋少龙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G,科目F

13 郝超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科目G

14 李祥龙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G

15 刘庆强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

16 吴纪青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

17 刘思阳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F

18 刘胜国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德州分院 科目E,科目F

19 谢航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菏泽分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20 陈怡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科目F

21 蒋习建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科目G

22 辛现波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科目F

23 王建举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科目F

24 王亚楠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科目E,科目F

25 张勇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26 李科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科目E,科目G

27 田晶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科目F,科目G

28 张曦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科目F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29 梁景臣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枣庄分院 科目F

30 王祥敏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枣庄分院 科目F

31 王可忠 山东正大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G,科目F

32 梁道增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33 刘华冠 泰安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原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泰安分院） 科目E

34 韦永青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测所 科目E,科目F


